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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021 

 

二○二一／二○二二年度馬季試閘規例 
 

 

試閘 － 沙田、跑馬地及從化馬場 
 

試閘 日期
（註 1,2）

 途程 資格、限制及其他事項 

沙田－全天

候大跑道 

逢星期二及星期五上

午八時十五分 

 

1050 米及 1200米 

• 不設限制，但以四組為上限。 

• 報名馬匹最多的練馬師或會被

要求減少其報名馬匹數目以作

配合。 

 

沙田草地試

閘 

指定星期二上午七時

（如有十一組或以

上，則為上午六時三

十分） 

800 米、1000米及

1600 米 

 

• 每次試閘最多十二組（包括全

天候跑道試閘），每組馬匹數

目最多十二匹。 

• 沙田草地試閘報名馬匹數目限

制適用。 

• 如須進行抽籤，在一地設廄的

練馬師的抽籤準則與在兩地設

廄的練馬師相同。 

 

跑馬地草地

試閘 

每月指定 

星期五／星期六 

上午七時 

 

1000 米、1200 米

及 1700 米（最多

兩組，如有必要，

將以抽籤決定） 

• 倘若任何一天跑馬地試閘的報

名馬匹總數超過七十二匹，沙

田草地試閘報名馬匹數目限制

將告適用，即以抽籤決定哪些

超額報名馬匹可參加試閘，直

至達到馬匹數目上限為止。 

• 如須進行抽籤，在一地設廄的

練馬師的抽籤準則與在兩地設

廄的練馬師相同。  

• 參加試閘的馬匹須佩戴印有各

自閘廂號碼而非烙印編號的馬

鞍號布。 

 

從化－全天

候大跑道 

逢星期四上午七時四

十五分 
1200 米 

• 不設限制，但以六組為上限。 

• 獲准參加每組試閘的馬匹數目

或會受到限制。 

• 報名馬匹最多的練馬師或會被

要求減少其報名馬匹數目以作

配合。 

 

從化－草地

試閘 

指定星期一上午七時

三十分（只限草地試

閘） 

800 米、1000米

（終點設於對面直

路上）及 1600 米 

• 不設限制，但以六組為上限。 

• 獲准參加每組試閘的馬匹數目

或會受到限制。 

• 報名馬匹最多的練馬師或會被

要求減少其報名馬匹數目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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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指定星期四上午七時

三十分（全天候跑道

及草地試閘） 

1020 米*及 1200

米 

 
* 只會進行 1000 米或
1020 米試閘，視乎可
參加試閘的騎師及見
習騎師數目而定 

• 不設限制，但全天候跑道及草

地試閘總數以六組為上限。 

• 獲准參加每組試閘的馬匹數目

或會受到限制。 

• 報名馬匹最多的練馬師或會被

要求減少其報名馬匹數目以作

配合。 

• 參加 1020米試閘的馬匹只可由

騎師及見習騎師策騎。 

 

 
註︰ 
1. 草地試閘的日期及有關修訂將於季內由跑道部公佈。 
2. 沙田及從化試閘不會於香港及內地各自的公眾假期進行。 

 

沙田草地試閘報名馬匹數目限制 
 

沙田草地試閘的報名馬匹數目設有限制如下： 

 

在沙田受訓的馬匹數目 兩地設廄練馬師 一地設廄 

練馬師 

25 匹或以下 2 3 
26 至 35 匹 3 4 
36 至 45 匹 4 5 
46 匹或以上 不適用 6 
 

就沙田草地試閘而言，每位練馬師均可在上述限額以外多為一匹馬

報名，惟該額外報名馬匹須由獲准在此等試閘中策騎的見習騎師學

員策騎。 

 

下列條件亦適用於沙田草地試閘的額外報名馬匹：– 

 

–在任何一組試閘中，獲准策騎的見習騎師學員均不得超過兩名。 

 

–練馬師於報名時必須提供該額外馬匹的名字，以及為已獲安排策

騎該駒的見習騎師學員提名。 

 

–假如已獲提名的見習騎師學員其後因任何理由而未能策騎該額外

報名馬匹，有關馬匹將須退出試閘。然而，若有適當人選，受薪

董事可批准另一見習騎師學員代為策騎有關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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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薪董事將根據有關見習騎師學員的經驗及有關試閘的整體報名

情況，分配他們認為合適的檔位予額外報名馬匹。 

 

–若額外報名馬匹數目超出相關時段內舉行的試閘之分組數目，將

按照既定做法，抽籤決定哪些超額報名馬匹可參加試閘。曾有額

外報名馬匹參加試閘的練馬師，在隨後的試閘中再有額外報名馬

匹的話，將須自動參加抽籤，以讓之前未有為額外馬匹報名的練

馬師可優先行使額外報名權利。 

 

–額外馬匹不准報名參加特別試閘，特別試閘指為備戰海外賽事的

馬匹而安排的試閘，又或在馬會所辦主要賽事舉行前所安排的試

閘。 

 

一般事項 
 

1. 所有參加沙田全天候大跑道試閘的馬匹，必須經由靠近練馬師看台

的斜坡入口處前往起步閘廂，以便當值受薪董事在該處進行必須的

核對工作。任何馬匹倘經由斜坡出口處前往閘廂，均不會獲准參加

擬參加的試閘。所有參加草地試閘的馬匹必須經由靠近沙坪的閘口

前往起步閘廂。參加草地試閘之後，馬匹亦須經由該閘口離開。所

有參加第一組試閘的馬匹均須於公佈開始時間至少十分鐘前抵達沙

坪。任何未能於規定時間抵達沙地的馬匹或須退出試閘，亦不會獲

重新安排參加其後組別的試閘。參加其後組別試閘的馬匹須於上一

組試閘結束前抵達沙坪。 

 

2. 所有參加從化馬場全天候大跑道試閘的馬匹，必須經由隧道系統前

往起步閘廂，以便當值受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在

該處進行必須的核對工作。任何馬匹倘經由其他途徑前往閘廂，均

不會獲准參加擬參加的試閘。所有參加草地試閘的馬匹必須經由練

馬師瞭望樓旁的斜坡閘口或馬醫院旁的斜坡進出跑道。 

 

3. 有需要時，草地試閘可從沙田轉至跑馬地舉行。 

 

4. 參加沙田及跑馬地試閘的馬匹，必須由騎師、見習騎師或經受薪董

事批准的見習騎師學員策騎，惟高級策騎員在例外情況下可獲准在

沙田試閘中策騎馬匹。參加跑馬地試閘的馬匹，必須由騎師、見習

騎師或經受薪董事批准的見習騎師學員策騎。受薪董事／賽事管制

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可批准其他合資格的策騎者參加在從化馬場舉

行的試閘。 

 

5. 練馬師最遲應於試閘舉行前一個工作天上午九時三十分以電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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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馬匹報名參加試閘。假如試閘前一天為法定公眾假期，則須於

試閘日期之前的一個工作天（星期六及星期日不作為工作天計算）

報名。逾時報名或更改報名概不受理。馬匹於報名試閘當天下午四

時過後，不得轉組。馬匹於報名參加在香港或從化馬場舉行的試閘

時，必須身處相關地點。 

 

6. 試閘日期及有關更易事項將於季內由跑道部公佈。 

 

7. 申請進行此等規例所涵蓋以外的試閘，必須直接向跑道部提出，以

供考慮。 

 

8. 下列馬匹必須通過試閘： 

 

 (a) 自購新馬（須通過第二次試閘方有資格報名參賽）。 

 

 (b) 自購曾出賽馬匹（在香港首次報名參賽前）。 

 

 (c) 競賽董事小組指定必須通過試閘的馬匹。 

 

 (d) 競賽／受薪董事小組及／或主任獸醫（賽事管制）鑒於馬匹

的健康紀錄而要求必須試閘的馬匹。 

 

 不屬於上述任何一類的馬匹，亦可依照練馬師的意願而報名參加試

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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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廂測試 
 

1. 沙田的閘廂測試逢星期一及星期四由上午七時三十分起在千八米

分支直路舉行。假如不論因任何緣故而需要更改時間，有關資料

將於報名時公佈。適逢香港法定公眾假期時，閘廂測試將暫停舉

行。如有必要，倘若星期一為法定公眾假期，閘廂測試或會改於

隨後的星期二進行，惟當天須並無安排舉行草地試閘。 

 

2. 從化馬場的閘廂測試逢星期二由上午七時三十分起在對面直路的

二千米分支直路舉行。假如不論因任何緣故而需要更改時間，有

關資料將於報名時公佈。適逢內地法定公眾假期時，閘廂測試將

暫停舉行。 

 

3. 參加測試的馬匹必須由騎師、見習騎師、高級策騎員、一級策騎

員、專業策騎員或經受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批

准的其他人士策騎。 

 

4. 練馬師最遲應於閘廂測試舉行前一個工作天上午九時三十分以電

子表格為其馬匹報名參加測試。假如測試前一天為法定公眾假

期，則須於閘廂測試日期之前的一個工作天（星期六及星期日不

作為工作天計算）報名。逾時報名或更改報名概不受理。報名時

毋須提交策騎者的姓名。馬匹於報名參加在香港或從化馬場舉行

的閘廂測試時，必須身處相關地點。 

 

5. 練馬師、助理練馬師或馬房領班遇有轄下馬匹參加測試時，必須
在場，否則有關馬匹將不獲准參加測試。 

 

6. 已報名參加閘廂測試的馬匹若擬退出測試，有關練馬師須盡快通

知司閘小組。 

 

7. 下列馬匹必須通過閘廂測試： 

 

 (a) 自購新馬（首次試閘）。 

 

 (b) 競賽董事小組指定必須通過閘廂測試的馬匹。 

 

 (c) 因申請准許使用眼罩或開縫眼罩而須接受測試的馬匹。

（註：假如馬匹原已佩戴上述兩種裝備的其中一種，而其練

馬師擬讓牠改用其餘一種裝備，則有關馬匹毋須再次進行閘

廂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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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閘及閘廂測試規例 
 

1. 必須遵照正確的報名程序。每匹馬報名參加試閘時，均須提交合

資格策騎者的姓名和列明優先選擇的途程。 

 

2. 練馬師為未加烙印的馬匹報名參加正式測試，或會因而受罰。未

加烙印及尚未註冊名字的馬匹，不得報名或參加試閘。 

 

3. 宣佈出賽馬匹及後備宣佈出賽馬匹，均不得報名參加試閘。練馬

師尤應注意他們在已公佈的報名馬匹名單上被列為後備的馬匹，

因為牠們隨時會獲得參賽席位或成為後備宣佈出賽馬匹。 

 

4. 為馬匹報名進行裝備測試的練馬師，必須在電子表格中列明準備

測試的裝備類別，例如眼罩及開縫眼罩。所有裝備均須符合馬會

「 香 港 賽 馬 會 裝 備 登 記 冊 （ 馬 匹 和 人 ） 」

https://racing.hkjc.com/racing/chinese/racing-

info/reg_approved_gear.asp 所列明有關獲准使用配備的規定。 

 

5. 假如馬匹佩戴耳塞進行試閘／閘廂測試，練馬師必須通知當值受

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司閘員，不論該駒是否

以進行測試為報名目的亦然。繫於耳塞的繩子必須色彩鮮明，以

便識別。戴頭罩的馬匹不得使用耳塞。 

 

6. 於指定截止報名時間後，假如報名馬匹數目少於四匹，試閘將告

取消。 

 

7. 策騎者必須穿著正確的綵衣。 

 

8. 不論因任何理由而規定必須通過試閘或閘廂測試或獸醫檢驗的馬

匹，必須不受任何違禁物質影響，惟該種物質已獲受薪董事或獸

醫部（規管、福利及生物安全政策）特別豁免除外。 

 

9. 曾於獸醫部（診療）建議的「快操限制期」內接受任何治療的馬

匹，均不准參加試閘／閘廂測試。此外，曾在擬參加試閘／閘廂

測試日期前五整天內接受體外衝擊波治療的馬匹，亦不准參加試

閘／閘廂測試。 

 

10. 馬匹獲准於後蹄未有釘甲的情況下，參加全天候大跑道試閘，惟

任何規定必須通過試閘的馬匹均須四蹄釘甲。此外，任何在沙

田、跑馬地或從化馬場的草地跑道進行試閘、測試或操練的馬

匹，均須四蹄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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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加試閘的馬匹報名資料如有任何更改（例如更改裝備或策騎

者，或退出），必須盡早及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遲於馬匹被帶往

參加試閘時，向當值受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或

司閘員申報。 

 

12. 未曾在香港出賽的馬匹參加試閘或閘廂測試時，不得由見習騎師

學員策騎。受薪董事有權拒絕讓任何見習騎師學員/見習騎師策騎

他們認為屬不適合的馬匹參加試閘或閘廂測試。 

 

批准見習騎師學員參加試閘及閘廂測試的準則如下： 

 

 試閘次數 不能參加下列類別的試閘及閘廂測試 

 一至二十次 1、2、3、4、5 

 二十一至四十

次 

1、2、3、4 

   

 類別： 1. 出賽少於三次的自購新馬 

  2. 未曾在香港出賽的自購曾出賽馬匹  

  3. 因健康理由（流鼻血、不良於行、心律不正常）而必
須參加試閘的馬匹  

  4. 問題馬匹（閃避／搶口／出、入閘困難）  

  5. 為進行配備（即眼罩）測試而參加試閘的馬匹 

  
受薪董事可批准曾在超過四十次試閘中策騎馬匹的見習騎師學

員，在提出申請後策騎以上任何類別的馬匹。受薪董事在決定是

否作出批准時，會考慮有關見習騎師學員及馬匹是否適合參加試

閘或閘廂測試。 

 
13. 因在閘前或競賽途中行為不當而被要求必須通過試閘或閘廂測試

才可出賽的馬匹，於下一次出賽時所佩戴的裝備，必須與牠於通

過該次試閘或閘廂測試時所佩戴者相同。有關裝備如為眼罩或開

縫眼罩，將被視為相同裝備。此項指示不適用於首次參加測試的

新馬。 

 

14. 指定須通過試閘但結果未能通過的馬匹，必須通過同一類別的試

閘。 

 

15. 司閘員及當值受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員如果認為

任何馬匹在前往起步點途中、閘廂後、閘廂內或出閘後有不規矩

的行為，可要求該駒通過試閘或閘廂測試，不論該駒是否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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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試閘／閘廂測試以進行測試亦然。 

 

16. 新馬於出賽前最後參加的必須是試閘。持有由認可賽馬機構發出

的試閘證明書的新馬，只須通過一次試閘。 

 

17. 賽馬日早上，即將舉行賽事的馬場不會舉行試閘。 

 

18. 練馬師或其獲派的助理練馬師可在試閘起步點觀察由其訓練的馬

匹之行為，但須遵守下列規定： 

 

 • 不可進入舉行試閘的跑道範圍。 

 

• 不可向司閘員或司閘小組人員發表任何有關他們在起步點應

該如何處理相關馬匹的意見。 

 

• 不可在起步點與任何一匹馬有身體接觸。 

 

 除了助理練馬師外，有關練馬師馬房的其他員工不准在試閘起步

點出現。 

 

19. 當八號颱風信號、紅色／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或在極端情況下，

在所有地點舉行的試閘或閘廂測試，將根據惡劣天氣標準運作程

序和相關地方政府部門的公佈，予以取消。 

 

通過閘廂測試的條件 
 

被要求通過閘廂測試的馬匹必須： 

 

(a) 進入閘廂的表現令司閘員或其正當授權代表感到滿意。馬匹可由最

多兩名閘廂助理員協助入閘。 

 

(b) 在閘廂內站立的表現令司閘員或其正當授權代表感到滿意。若馬匹

曾於試閘時無論因任何緣故而導致開閘時間延遲，或須在閘廂內站

立一段時間。 

 

(c) 在閘廂前門開啟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離開閘廂。（不適用於自購新馬
的首次閘廂測試） 

 

除了獲准使用並且由策騎者攜帶的有墊馬鞭外，不得使用其他馬鞭。 

 

通過試閘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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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必須符合上一項所列條件外，馬匹亦必須能夠躍出、與主馬群競跑

及抵達終點，而令司閘員及當值受薪董事／賽事管制部從化馬場高級專

員感到滿意。這項條件尤其適用於進行最後一次試閘以期獲准報名參賽

的新馬，以及指定須在試閘中展示競爭力並且令受薪董事感到滿意的馬

匹。 

 

 

獸醫檢驗 
 

因健康理由而退出賽事的馬匹，或在出賽後或操練期間被發現受傷或患

病的馬匹，並非必要通過試閘方可再次報名參賽，但此等馬匹於報名參

賽前或須通過獸醫檢驗，包括賽前例行獸醫檢驗以及在跑道上進行快

跑。此項檢驗須由練馬師直接與獸醫部（規管、福利及生物安全政策）

聯絡安排進行。在若干情況下，因健康理由而退出賽事的馬匹，除了通

過獸醫檢驗外，可能仍須通過試閘。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練馬師均

會獲得相應通知。 

 

 

 

首席受薪董事 

祁禮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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